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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冯永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杨欣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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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05,307,484.00 300,812,285.00 3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317,508.00 54,756,237.00 4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6,863,554.00 53,675,464.00 43.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987,203.00 85,969,150.00 -41.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4 3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4 3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0% 7.48% -0.5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549,096,344.00 1,465,009,779.00 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04,823,558.00 1,124,506,050.00 7.1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9,928.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4,494.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130,103.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807.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446.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76.00  

合计 3,453,954.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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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29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45% 177,310,000 177,310,000   

重望耀暉投資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81% 97,584,957 97,584,957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6% 25,913,600 25,913,600   

上海铭耀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铭耀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5.54% 23,692,471 23,692,471   

宁波通鹏信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5% 17,769,354 17,769,354   

克拉玛依汇元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4% 12,588,002 12,588,002   

克拉玛依原元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 11,424,998 11,424,998   

克拉玛依光元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7% 10,987,000 10,987,000   

UBS AG 境外法人 2.11% 9,013,892    

杭州通元优科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 5,923,118 5,923,118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UBS   AG 9,013,892 人民币普通股 9,013,89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

进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84,778 人民币普通股 1,584,778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1,056,994 人民币普通股 1,056,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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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568,038 人民币普通股 568,038 

吕洁芬 453,752 人民币普通股 453,752 

孔令柱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林珂 3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5,000 

法国兴业银行 349,500 人民币普通股 349,500 

杨林庚 347,004 人民币普通股 347,00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

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7,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宁波通鹏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宁波通元致瓴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受托管理的私募基金，杭州通元优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系浙江通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受托管理的私募基金；其中，浙江通

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宁波通元致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 

2、重庆复元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元商贸”）于 2017 年 8 月与克拉

玛依汇元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元投资”）、克拉玛依原元

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原元投资”）和克拉玛依光元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元投资”）三家员工持股平台签署《股东表决

权委托协议》，约定光元投资、汇元投资和原元投资不可撤销地将其各自在公

司股东大会的表决权（合计 8.18%）委托给复元商贸，按照复元商贸的意愿

和决策行使该部分表决权，委托期限自委托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至员工持股平

台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之日。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杨林庚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7,004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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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27,072,439.00  91,688,895.00  38.59% 
主要由于本期公司开展“三八”节日促销活

动，期末未结算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36,192,176.00  23,097,375.00  56.69% 
主要由于客户以银行承兑汇票向公司支付

货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97,211,439.00  62,569,297.00  55.37% 

主要由于本期公司新购置生产设备支出增

加，且上年购置生产设备陆续到货进行调

试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721,017.00  918,043.00  87.47% 公司长期品牌推广合作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2,246,153.00  0.00  100.00% 

主要由于本期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剩

余租赁期超过 12 个月的租赁确认使用权

资产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9,032,222.00  5,450,874.00  65.70% 
主要由于本期公司计提营销费用增加导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应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7,453,119.00  28,951,915.00  -74.26% 
主要由于公司上年购置生产设备陆续到货

进行调试所致。 

应交税费 15,250,141.00  9,034,208.00  68.80% 
主要由于本期业绩增长导致应交企业所得

税相应上涨。 

其他应付款 102,577,428.00  66,642,849.00  53.92% 由于本期公司计提营销费用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049,832.00  0.00  100.00% 

主要由于本期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将预

计未来 12 个月支付的租金确认为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租赁负债 940,820.00  0.00  100.00% 

主要由于本期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剩

余租赁期超过 12 个月的租赁确认租赁负

债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364,804.00  -507,848.00  -171.83% 本期子公司盈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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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期末余额 上年同期余额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05,307,484.00  300,812,285.00  34.74% 主要由于本期公司业绩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221,862,710.00  164,673,227.00  34.73% 主要由于本期公司业绩增长所致。 

研发费用 13,638,803.00  5,051,552.00  169.99% 主要由于本期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838,701.00  -426,014.00  96.87% 主要由于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304,494.00  1,623,419.00  -81.24% 主要由于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130,103.00  0.00  100.00% 
本期理财产品净值变动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50,344.00  369,301.00  -32.21% 主要由于本期存货报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000.00  365,832.00  -96.99% 主要由于本期公益性对外捐赠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2,180,142.00  9,130,809.00  33.40% 主要由于本期公司利润总额增长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期末余额 上年同期余额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4,687,651.00  2,384,775.00  96.57% 

主要由于本期收回部分受限的信用证保证金所

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234,849,541.00  179,474,251.00  30.85% 

主要由于上期疫情期间因物流受限，公司原材

料采购较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39,932,218.00  27,038,302.00  47.69% 主要由于本期公司业绩增长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71,924,346.00  36,368,825.00  97.76% 主要由于本期公司营销费用支出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24,771,702.00  12,507,760.00  98.05% 主要由于本期公司新购置生产设备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1,926.00  134,299.00  -83.67% 主要由于汇率变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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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 741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277.78 万股，发

行价为人民币 6.61 元/股，共计募集资金 28,276.13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净募集资金为 23,763.08 万

元。前述资金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0]第 0799

号《验资报告》，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专户存储。 

本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使用募集资金 895.86 万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1,945.27 万元。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11,847.98 万元，包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两江分行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存款 8,000万元及 2021年度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支付的银行

手续费的净收益 30.17 万元。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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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0,000.00 30,000.00 0.00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募集资金 8,000.00 8,000.00 0.00 

合计 38,000.00 38,000.00 0.0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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